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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資安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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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途徑 
瀏覽器弱點 
郵件附件執行 

什麼是標的型(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攻擊？ 

目標對象感染 
使用釣魚郵件或網站 
或Zero-Day攻擊 

擴散 
透過IP/Port掃描 

蒐集情報 
使用者密碼 
系統弱點偵測 

相關資料洩漏 
將資料送至C&C中心 

無法控制 
完全不上網 

零時攻撃 

最快幾個小時內資
料就外洩了 

・實現上網隔離後，風險可以降低，但仍無法保證
不發生(e.g. Browser/OS版本更新前） 
・若有閃失內部信任網站可能全部淪陷 

・若未能早期發現，資料就會持續外洩 
・網站可能會被綁架 

・以靠病毒碼或偵測發作模式來掃毒的防毒軟體，無法
找出相關病毒 
・教育使用者，無法讓人100%記得 
・基本上無法偵測＝無法捕抓 

・即使知道本機感染，但周邊的感染，很難評估 
・為了存取機密資料，惡意程式目標是以奪取系統
控制權為主 

惡意程式特徵 



標的型(APT)攻擊：以一個先進國家的政府機關的案例 

Feb ?? 

攻擊開始判斷：Anti-Virus二月份在某台機器偵測到病毒，排除後以為已無問
題 

事後由Log得知：病毒已經擴展至同網段的另外9台機器 

其他單位通報，有大量不正常的通訊自該機關發出 Jun. 12 

政風機關將有問題的機器關閉調查，並要求所有在防火牆內”未被確認”未感
染的全部機器都得離線。這包含了所有日常事務機器， 

• 該機關當週僅能靠FAX對外 

• 當週僅緊急准許一台新購分離網段的機器，造成非常多的市民抱怨 

• Email遞送無法使用地方政府內網，僅能透過外部信箱。很多信件無法送
達高階官員 

• 最後，確認病毒無法完全釐清(已經擴散到AD以及File Server)，所有終端
桌面重新建置，包含受影響的App也進行重寫工作，加強相關資安 

Jun. 17 

該廳1,500台桌面機器，與政府間連線全數關閉， Ju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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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五個月的反覆稽核，經外評確認環境清除後，總務省才准許重新連接
LGWAN 

仍有些許尚未確認的服務，仍需要透過外網連接，而無法完全使用LGWAN，
到今日業務衝擊仍尚未完全解除 

Nov. 27 



勒索病毒「WanaCrypt0r 2.0」席捲全球99個國家。（歐新社） 

• 針對 Windows 特定網路 port 進行攻擊 UDP 137 / 138 
(Netbios Nams Service / Netbios Datagram Service) ,   
TCP 139 (Netbios Session Service) , TCP 445 
(Microsoft CIFS) 

• 如果 Windows 電腦沒有定期更新，會由上述通訊埠服
務的漏洞中勒索病毒 ; 如果不按規則付費，此電腦的所
有檔案都無法回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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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途徑 
透過MS17-010 

該死的WannaCry入侵模式  

7 

目標對象感染 
使用釣魚郵件或網站 
或Zero-Day攻擊 

擴散 
偽造來源IP 

攻擊搜集IP的445 Port 

蒐集情報 
搜集連結到 

宿主機的電腦IP 

加密+勒索 
將電腦加密後 

替換桌面背景勒索比特幣 

 模式與入侵途徑同”標的型攻擊” 



標的型(APT)攻擊的三階段防禦對策與現況 

發現入侵事件 
調查入侵途徑 

報告 
原因調査／確認入侵途徑 

偵測 隔離/清除 報告 

• 資安設備警示 
• 整合Log分析 
• 防毒軟體偵測 

 

・依照事先規劃進行立即應對 
• 病毒清除動作 
• 自網路斷線 

・提供報告給相關單位長官 
・由各項Log的協助，找出入侵原因 
・制定未來的相關預防措施 

如果無法偵測入侵事件，就無法反應並報告。 
當偵測到入侵時，必須立即想到資料外洩的可能 

沒有看到任何警示！ 
由外部報告看起來似乎有
資料外洩，但是到底是哪

台機器感染了呢？ 

我也不知道入侵怎麼發生的，
更不知道該怎麼報告 

立即反應 
即刻反應/ 證據保存 



VMware 的資安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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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標的型(APT)攻擊步驟 

• 透過釣魚郵件/網站入侵宿主電腦 

外點入侵 

• 在未加防護的連線主機中流竄 (Scanning)，建立基地 

擴張潛伏 

• 監控標的物的行為，挑選最容易入侵的手法 

蒐集情報 

• 透過攻擊，完成標的物的控制權奪取 

控制標的物 

• 透過上網隔離避免被釣魚 

• 必要的檔案交換，透過白名單清洗機制 

• 透過防火牆+Log，早期發現入侵 

• 透過東西向防火牆，防止病毒擴張 

• 透過東西向防火牆，防止資料流過宿主機 

• 隨時監控資料中心資料流向 

• 透過東西向防火牆，阻擋標的物奪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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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Separation 的使用類型 

VDI SBC/RDS/RDSH 

Windows 
桌面影像 

Windows 
桌面影像 

Win7, Win8, Win10 Win Server 
2008R2, 
2012R2 

應用程式影像 Windows 
桌面影像 

Win Server 
2008R2, 
2012R2 

以桌面形式和使用者互動 以App形式與使用者互動 

使用者可使用專屬程式 無法提供專屬程式，所有該伺服器使用者可用程式相同 

1 上網隔離 



強化虛擬網路設備的安全稽核與儀表板 

Switch 異動事件統計 

Switch 刪除事件明細 

2 Log Insight 

• 將系統分析延伸至日誌資料 

• 直覺的互動式日誌分析與儀表板 

• 智慧化日誌解構與重整主動觸發報警 

 

 



傳統架構下，安全防護僅著重邊界防護。 
但現今環境下… 

Internet 

傳統邊界防護：2~4組防火牆，
管理數十至數百台實體或虛擬

機器 

Internet 

現今的需求：快速增長的業務，
要求直接針對業務甚至細至VM

層的防護 

3 東西向防火牆 



VMware NSX  

實現每個 VM 都有防火牆保護 
創新者的商業網路 

各個產業客戶的採用情況 

3 東西向防火牆 



VMware vRNI 
最直覺的網路異常流量監控 

4 監控網路流向 



資訊洩漏給惡意軟體的風險最小化 
以桌面虛擬化 + NSX「微切分技術」 

日誌紀錄惡意軟體的檢測 

以虛擬機為單位的安全方案 
安全區域最小化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安全區域 

僅許可必要的最低限度通信 
例如桌面之間彼此溝通是不必要的 

VMware NSX  
分散式防火牆 

防止惡意軟體感染擴散的前提下提供檢測的對策 



場景一、使用者僅能存取被授權的特定網路及應用服務 

• 管理者依據管控措施、遵循授權程序， 
     決定使用者可使用的網路及服務 
• 使用者僅能存取特定網路及服務 

虛擬桌面搭配 
NSX 身份識別防火牆 

場景二、依業務應用進行隔離與防護、防範惡意軟體並隔離該災難環境 

• 不變更底層架構，直接依照業務區分群組 
• 優於基本法規要求，提供最細部的安全保護 
• 與安全廠商搭配，符合不同廠商軟體產品規範 
• agentless架構 
• 直接隔離可能發生災難性衝擊之環境 

App 

Web 

DB 

評鑑 
校務 
行政 

薪資 選課 

 
VMware NSX 

Micro-segmentation技術 
 
 

VMware協助您打造符合 ISMS / CNS27002 規範的應用場景 



VMware 來告訴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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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有防毒+IDS/IPS外，建立更完整的APT防禦架構 

建立上網隔離區，隔離釣魚郵件及有害連結 

建立終端上網電腦的快速補丁機制 

阻擋蠕蟲感染後的水平與垂直移動 

防止任何IP Spoofing的行為 

針對入侵行為建立的高可信度的異常告警機制 



在現有防毒+IDS/IPS外，建立更完整的APT防禦架構 

建立上網隔離區，隔離釣魚郵件及有害連結 

建立終端上網電腦的快速補丁機制 

阻擋蠕蟲感染後的水平與垂直移動 

防止任何IP Spoofing的行為 

針對入侵行為建立的高可信度的異常告警機制 



亞洲各國政府都已經在推動上網隔離區 

新加坡政府 – Deadline 2017/06 日本政府 – Deadline 2018/03 



虛擬上網區隔的優點（相較於實體） 

使用畫面轉送 
進行上網區隔 

 
83% 

減低建置成本(虛擬化集中）維運成本 

 (降低維運成本：數百人降低為數人) 

資料與電腦分開儲存 

(資料可單獨備份) 

無需使用Fat-Client 

(減少分行資安弱點：Fat-Client就是一種實體OS） 

快速進行資源調配 

（自動產生新的桌面：幾天到幾分鐘） 

提供有管控的資料分享介面 

（內網到上網區：唯讀分享 

上網區到內網：文件清洗重組） 

日本終端設備連線調研, 2016 

虛擬 

實體 



虛擬上網路徑的建議方案 

VDI SBC/RDS/RDSH 

Windows 
桌面影像 

Windows 
桌面影像 

Win7, Win8, Win10 Win Server 
2008R2, 
2012R2 

應用程式影像 Windows 
桌面影像 

Win Server 
2008R2, 
2012R2 

以桌面形式和使用者互動 以App形式與使用者互動 

桌面程式均可執行 桌面程式必須可在Server OS上執行 



如何徹底去除上網終端設備可能帶進的Malware? 

使用Instant Clone Pool 

使用完的桌面立即刪除，

不會重複使用 

桌面On-Demand產生，無

須浪費資源 



Instant Clone的機制，會立即銷毀上網結束後的桌機 



在現有防毒+IDS/IPS外，建立更完整的APT防禦架構 

建立上網隔離區，隔離釣魚郵件及有害連結 

建立終端上網電腦的快速補丁機制 

阻擋蠕蟲感染後的水平與垂直移動 

防止任何IP Spoofing的行為 

針對入侵行為建立的高可信度的異常告警機制 



快速進行程式補丁，減低Zero-Day的風險 

• 程式補丁：透過AppVolume機制 

• 作業系統補丁：透過前述的Instant Clone機制 



在現有防毒+IDS/IPS外，建立更完整的APT防禦架構 

建立上網隔離區，隔離釣魚郵件及有害連結 

建立終端上網電腦的快速補丁機制 

阻擋蠕蟲感染後的水平與垂直移動 

防止任何IP Spoofing的行為 

針對入侵行為建立的高可信度的異常告警機制 



透過東西向防火牆，防堵Malware的擴散 

• 情境：即使通過Anti-Virus攔截，也無法擴散到同網段的其他機器(e.g. 445 Port) 

 



在現有防毒+IDS/IPS外，建立更完整的APT防禦架構 

建立上網隔離區，隔離釣魚郵件及有害連結 

建立終端上網電腦的快速補丁機制 

阻擋蠕蟲感染後的水平與垂直移動 

防止任何IP Spoofing的行為 

針對入侵行為建立的高可信度的異常告警機制 



只要蠕蟲發動IP Spoofing，該機器立即被隔離 

• 情境：如果有hacker嘗試篡改服務的IP address，該服務會自動被隔離，並發出Alert。 



在現有防毒+IDS/IPS外，建立更完整的APT防禦架構 

建立上網隔離區，隔離釣魚郵件及有害連結 

建立終端上網電腦的快速補丁機制 

阻擋蠕蟲感染後的水平與垂直移動 

防止任何IP Spoofing的行為 

針對入侵行為建立的高可信度的異常告警機制 



東西向防火牆阻擋後，立即發出異常告警 

• 情境：在執行Port Scanning時，LogInsight會產生告警 

 



建議使用工具與效益 
VMware套裝軟體 內含的防禦工具 效益 

Horizon Enterprise Virtual Desktop (VDI) 上網隔離區 

vSAN 獨立資料儲存區 

Instant Clone 快速更新OS版本與補丁 

AppVolume 快速更新App版本與補丁 

vIDM 帳號管控服務器，可獨立於上網區使用，讓Active 

Directory無法被上網機器直接存取 

vRealize Operation for 

Desktop (vRops) 

單一維運平台，提供資源狀況並提供即時Log異常告
警分析 

NSX for Desktop Distributed Firewall 東西向防火牆，防止病毒/蠕蟲橫向擴散 

SpoofGuard 當有IP與Mac位置與Spoof Guard記錄不同，該機器
會被下線，等候管理者處置 

LogInsight Log Analytics 當病毒/蠕蟲擴散時，誤觸防火牆的告警，直接發送給
vRops and SIEM 

LogInsight Dispatcher 可過濾後轉發給企業內SIEM Log 蒐集器 



VMware 軟體定義 行-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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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進化論 – 軟體定義 行-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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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進化論 – 軟體定義 行-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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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進化論 – 軟體定義 行-雲-安 



CLOUD / SaaS APPS MOBILE APPS Desktop / Windows APPS 

Workspace ONE (單一整合企業入口平台) 

Horizon (桌面虛擬化) 

VMware 串連「雲」到「端」的全方面資安管理藍圖 

Touch ID 

AirWatch (行動裝置管理) 

vRealize Operations , vRealize Log Insight (雲端平台監控與儀表板管理) 

Administration 

NSX (網路及安全虛擬化管理) 



Today’s incidents, 
Yesterday’s strategies 

今日的資安事件 

可能來自於過去的策略 



ACT NOW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吧！ 



Thank You 
llo@vmware.com 


